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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学建是沾河林区交通综
合管理大队中队长，从沾河林
区恢复局址所有卡口后，他一
直负责看守局门卡口，排查过
往车辆行人。

春节期间，于学建主动放

弃休息，逐一登记检查过往车
辆和人员，严防死守，切实做到
外防输入、内防扩散。

春节长假的几天，温度骤
降，夜里达到零下 30 多摄氏
度。长时间在户外工作，脸冻

僵了，用力揉搓一下；口干舌
燥，就喝点热水；冷得受不了，
就抽空到保温房里暖暖手脚。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一定
要对全局百姓的生命和健康负
责，绝不能马虎！”于学建说。

于学建 一直坚守在卡口

□文/摄 马洪亮
本报记者 马一梅 李健

几场大雪过后，林区披上了一
层厚厚的银装。东方红林业局有限
公司东林经营所的 14名清套人员
穿行在雪深没膝的密林间，在可能
下套的林班进行地毯式搜寻……

“现在，职工群众保护生态的意
识提高了，而且每年我们都会进行
清山清套行动，所以猎套明显少
了。”清套队员告诉记者。

为坚决遏制破坏野生动物资源
违法犯罪行为，确保野生动物栖息
地安全，入冬以来，东方红林业局有
限公司森林资源管理部精心组织，
积极开展清山清套清夹专项行动。

东方红林区资源丰富，大森林
和湿地为野生动物的栖息、繁衍提
供了有利的生存条件。特别是近年
来，东方红局始终坚持把野生动物
保护作为工作重点，常态化开展清
山清套行动，加大对保护野生动物
的普法、宣传教育工作和打击力度，
使林区野生动物种群不断扩大。“为
进一步保护野生动物栖息空间，我
们不断加大巡查、巡护力度，严厉打
击违法狩猎野生动物行为，力争实
现辖区零猎套的工作目标。”清山清
套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在层层签订联保责任状的同
时，通过封山设卡，加强巡护和进山
人员管理，严防死守，避免套子、夹
子等非法猎具入山。为确保行动取
得实效，还邀请辖区经常跑山人员

作为向导，为清山清套提供帮助，不
留死角死面，全面清除到位。

“冬季下雪以后，狩猎、盗猎不
法分子容易发现动物的足迹，每
到这个季节他们就开始活动，在
这个时间段，我们通过大范围清
山清套行动，进一步打击破坏野
生动物资源的违法犯罪行为，为
野生动物安全越冬清除障碍。”工
作人员介绍说。

近年来，东方红局着眼生态文
明建设发展大局，进一步明确生态
优先的战略地位，扎实开展野生动
物保护工作，促进林区生态系统不
断修复，为野生动物栖息、繁衍提供
了极为有利的生存环境。

东方红林区
野生动物的安全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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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治平在清扫商铺门前垃圾。

春节，是阖家团圆的日
子。当亲朋好友团聚时，森工
林区却有那么一群人——资
源管理员、防疫工作人员、医
生、人民警察……他们默默坚
守岗位、用行动诠释责任和担
当的样子，成为这个春节最美
的风景。

□文/摄 本报记者 马一梅 李健

孙树国在检查红外相机。

齐艳荣在整理电话记录。

李海涛为患者检查身体。

于学建在检查过往车辆司机信息。

□文/摄 魏颖旭
本报记者 马一梅 李健

今年这个与以往不同的春节，八面
通林区红星经营所职工、70后夫妻黄明
庄和孙左英是在疫情防控卡点度过的。

“您好，这是去哪里？请扫健康码。
我给您测量体温。”一大早，夫妻俩就开
始忙碌，扫码、测温、向过往人员解释相
关政策，忙个不停。

中午时分，工作间隙，俩人开始互相
推让抢时间进屋吃一口蛋糕充饥。妻子
孙左英先进了屋，夫妻俩隔着彩钢房的
窗户相视而笑。

黄明庄说：“疫情防控关键时期，我
们责无旁贷。在新春佳节期间，我们继
续坚守在岗位上，感觉非常光荣。”

孙左英告诉记者，在外地的孩子响
应号召，没有回家过年。“我们是家人，
也同是抗‘疫’人。全国人民都为了同
一个目标努力，我们也为战胜疫情尽一
份力。”

夫妻守卡点 防控忙不停

每年春节，东方红林区青
山经营所资源管理员、野生动
物监测站站长孙树国都要到施
业区去巡护检查，给野生动物
添补给，今年也不例外。

2月 13日，大年初二。孙
树国吃完早饭，背上装有GPS、
数码相机、尺子、烟雾信号弹等
设备的工具包，拎着给野生动
物吃的饲料，和同事一起开始
了一天的巡查。

青山经营所施业区面积

42102公顷，林区山林茂密，野
生动物资源非常丰富。为了精
准掌握第一手数据信息，施业
区内架设了三组 6部远红外相
机。每隔一段时间，孙树国和
管护队员林臣才、郭庆江便会
上山查看信息和检查维护设
备，同时给野生动物补饲点添
加玉米、食盐等补给。冬季巡
护检查只能步行，差不多要走
十多公里山路，山风吹在脸上
像刀割一样疼，他们渴了喝点

冰凉的矿泉水，饿了吃口随身
带的饼干和花生米，工作条件
相当艰苦。

孙树国告诉记者，只要有
珍稀动物出没的消息，他们都
要进行摸排、蹲守。在林间巡
护时，经常会看到狍子、兔子、
野鸡、灰鼠、野猪的足迹。“春节
也很想和家人在一起团聚，但
看到满山遍野的动物足印，自
己的工作获得成效，再苦再累
也值得。”孙树国说。

孙树国 看到满山遍野的动物足印，值了

“铃铃铃……”随着一阵阵
电话铃声响起，沾河林区疫情
防控指挥部办公室内勤工作人
员齐艳荣又开始忙碌起来。

这个春节，齐艳荣一天也
没有休息。出门在外的沾河人
打听何时可以返回家乡，已经

返乡的人员询问回到工作岗位
需要准备哪些材料……疫情防
控指挥部办公室的电话接连不
断，需要记录的内容又多又杂
乱，但齐艳荣不厌其烦，每天工
作 10个小时收集、整理这些数
据，有时因材料过多，回家时已

是深夜。
“虽然没能上一线，但是

我会全力以赴做好指挥部办
公室的后勤工作，尽我所能
为防疫多作贡献。”简单朴实
的话反映了齐艳荣最真实的
愿望。

齐艳荣 每天工作10小时

东方红人民医院内二科主
任李海涛是“春节不归人”中的
一员，这个春节他又没能和家
人一起度过；面对复杂的疫情
防控形势他丝毫不敢松懈。

查房、问诊、开具医嘱，李
海涛认真对待每一个环节，同
时还耐心为患者做心理疏导，
缓解了患者因住院不能回家过
年的焦虑情绪。

李海涛的小女儿七个月大
了，没能陪伴女儿过人生第一个
春节，多少有些遗憾。“看到患者
和家属可以在我的照顾下安心
过年，特别欣慰。”李海涛说。

李海涛 让患者和家属安心过年

王治平是东方红林区环
卫二队的一名环卫工人，他每
天早上 4点起床，5点便带着
工具开始一天的工作。

大年初一清晨，当人们沉
浸在过年的快乐中时，王治平
依然和往常一样，在自己的责

任区域内，沿途清扫路边和店
铺前的垃圾，清洗垃圾箱。只
要有垃圾的地方，他都不会

“放过”。
“春节燃放的烟花爆竹使

路段的垃圾量增加了两三倍，
如果不及时清理，鞭炮碎屑、纸

屑就会随风飘散。”王治平对记
者说，“把大街打扫得干干净
净，大家才能过上一个干净快
乐的新年。”将责任区域打扫
完毕已是 10点。看着干净整
洁的街路，王治平露出了满意
的笑容。

王治平 让大家过一个干干净净的春节

夫妻俩共同坚守在卡点。

□郭琪 本报记者
马一梅 李健

“中医讲八纲：阴阳、表里、寒
热、虚实……”日前，在东方红林区
青岛小区李大娘家中，传出了社区
工作者字正腔圆的朗读声。

李大娘是一名独居老人。今年
春节，儿子响应“就地过年”倡议，未
能回乡陪伴。虽说她时不常能跟儿
子视频一下，但大过年的家里冷冷
清清的，李大娘连个说话的人都没
有。阳光社区工作者得知这个情况
后，主动上门帮她关注了公众号“黑
龙江农家书屋”，同时考虑到她视力
不佳，为她现场朗读。

“李大娘，这公众号里还有听书
功能，有《呼兰河传》《乡土中国》等
著作，还有名家曲艺，可以说应有尽
有，您自己在家的时候打开听就
行。”临走时，志愿者们还不忘把公
众号里的功能，一一给李大娘演示
一遍。

为丰富疫情防控期间广大林区

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调动他们阅
读的积极性，东方红林业局有限公
司结合“龙江云端飘书香”——居家
阅读和数字阅读百天挑战赛活动，
以宣传部宣传干事、社区工作者、志
愿者推广为途径，发动广大林区群
众积极参与阅读、培养阅读习惯。
一时间，在林区掀起读书热潮。

“这些年我就爱听个评书，但广
播里总是一节一节地播，听着不过
瘾。”住在平安小区的秦大爷对记者
说，有了这个公众号，能把想听的书
一口气听个过瘾。里面还有军事
类、历史类著作的音频，如今自己是
走到哪里听到哪里。

公司党委以“黑龙江农家书屋”
公众号、“掌阅精选”APP为载体，开
展阅读推广。志愿服务引导林区群
众阅读活动，既整合了全民阅读需
求，又扩大了志愿活动影响力，吸引
了更多的林区群众参与阅读，丰富
了广大林区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
也让他们更多了解农业资讯与相关
活动资讯。

阅读成时尚 云端有书香

□文/摄 高海生 王祥兰
本报记者 马一梅 李健

“张奶奶您好，最近身体还好
吗？”春节前，绥阳林业局有限公司
学府社区工作人员朱琳通过视频
向老人问候，告知老人春节期间尽
量留在家里过年。聊天中得知张
奶奶的女儿准备回家过年时，朱琳
耐心地劝说：“张奶奶，低温最适合
病毒生存，路上接触人多、长途旅
行会增加疫情传播的风险，为了您
的安全，也为了孩子的健康，建议
让她就地过年。”经过朱琳细致热
心的心理疏导，张奶奶决定让女儿
留在当地过年。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绥阳林业
局有限公司疫情防控办公室编写了
《致居住在外地绥阳人的一封信》，
通过各基层单位的微信办公群、居
民群转发到尽可能多的驻外地绥阳
人手中。绥阳林业有线电视台、绥
阳林区资讯微信公众号，也刊发倡
导就地过大年的倡议书、公开信等，
通过宣传让“就地过大年”成为风向
标，成为新时尚。

回复消息、答疑解问，电话声、
微信嘀嗒声不绝于耳，直至深夜。
每一天，社区的办公室都是一片忙
碌的景象。

为了掌握在外地绥阳人的基本
情况，各社区各林场所的社区工作
者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每个人都是
一个精准的“数据库”。谁的哥哥在
长春，谁家的孩子在北京，他们都掌
握得非常确切。全体社区工作人员
采取线上+线下的形式，认真梳理
在外绥阳人和在绥阳外地人的详细
信息，充分发挥社区网格体系作用，
分别向局址辖区100余栋楼和22个
林场所的微信群发送“关于减少人员
流动性 当地就地过年”的倡议书，倡
导本地居民无特殊情况尽量留在当
地过年。此举得到了居民的热烈响
应。她们通过电话、视频形式，逐楼
逐户询问居民是否有外出意向，春节
期间在外工作的亲友是否要回来过
年。重点排查每年春节外出投亲的
人员、儿女在外地的家庭，坚决做到
不落一户、不落一人，以温和细腻的
语言劝说其放弃出行的意愿。

以家乡为重，以大局为重，疫情

面前，每个人以实际行动履行抗
“疫”责任。

25岁的付晓蕊目前在天津做钢
琴教师，她看到绥阳林区资讯的倡议
后，毫不犹豫地决定留在天津过年。
在和妈妈说自己就地过年时，坚强的
晓蕊流下了眼泪，她非常想念在牡丹
江的姥爷和在绥阳的奶奶，很早的时
候就把过年的礼物给老人们买好
了。“爸爸是中股流林场的党支部书
记，作为他的女儿，觉悟必须有，舍小
家顾大家的大局观必须有。”晓蕊对
于自己的决定非常自豪。

王国晨是深圳市一名人民警
察，每年春节是他最期盼的日子，今
年早早预订了机票。他在绥阳的好
朋友王超把绥阳以及集团公司的有
关就地过年的倡议发给了王国晨。
经过思想斗争，王国晨毅然退掉机
票，留守深圳“就地过年”。在阖家
团圆的日子里，作为一名人民警察，
他怀揣对远方父母、家人们的思念
与祝福，毅然选择与同事们坚守一
线岗位，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
安全。

防控疫情，人人有责。每个干
部职工群众用自己的努力，保护着
林区职工群众的健康，做好“内防扩
散，外防输入”，为彻底消除疫情发
挥着力量。

据悉，绥阳林业局有限公司累
计约有 2000余人响应号召，留在他
乡过大年。

2000余绥阳林区人
留在他乡过大年

□文/摄 本报记者
马一梅 李健

“过年好！欢迎光临，请扫码、测
温、保持安全距离！”大年初二，在双
鸭山林区青山滑雪场的雪具大厅门
口，工作人员高亚波热情地将春节第
一批游客迎进门，耐心地引导游客有
序排队购票、换鞋、取雪板……

青山滑雪场距离双鸭山市区18公
里，坐落于青山国家森林公园的崇山
峻岭间，坡度适中，雪质优良，无论是
滑雪发烧友、零基础新手还是小朋友
都能在这里找到适合自己的滑道。春
节期间，青山滑雪场每天接待游客在
200 人左右，截至 2 月 17 日（正月初
六），累计接待超千人。

早8点，工作人员开始检查雪板固
定器是否有松动、雪鞋是否潮湿、雪圈
充气是否适当，对地面、储物柜等全面
消毒……对每一环节、每一流程仔细
检查。

记者发现，初级雪道上来了很多
新手，有跟随父母的孩子，也有结伴而
来的年轻人。发烧友们则身着五彩缤
纷的滑雪服，在中级雪道尽情驰骋。

“这里的环境特别好，我们玩得特别开
心。”游客段先生说。

马延玲是青山雪场运营总监，在
这里工作已有 5个年头。在她的印象

中，青山滑雪场最初接待的滑雪人群
都是国外或中国南方的游客，以体验
性滑雪为主。最近几年，滑雪人群中
本地市民的比重越来越大，游客多
以家庭为单位，并且对滑雪教学提
出了更高、更专业的要求。为了适
应市场变化，雪场在硬件设施和服
务等方面进行了全面升级。为迎接
春节客流高峰，青山滑雪场节前就

做了周密的安排部署，滑雪场和景
区大门都部署了全面到位的防疫流
程。

近年来，双鸭山林业局有限公司
着力打造“春赏百花、夏游绿野、秋观
红叶、冬玩冰雪”的四季旅游产业。在
不断加大景区建设的同时，依托资源
优势，进一步发展冰雪产业，打响了冰
雪旅游品牌。

青山滑雪场 防疫畅滑两不误

王国晨坚守在深圳的工作岗位
上。

游客在滑雪场一展风采。

利用无人机进行高空监测。


